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高雄市提報案件第一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意見回覆表 

壹、時間：民國 108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第六河川局水情中心 2-1 會議室 

參、主持人：邱局長忠川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主辦課報告：略 

柒、報告事項：(略） 

捌、討論事項： 

何建旺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高雄市政府所提第三批水環境改善計畫

8 件為地方建設其用心予以認同。 
銘謝委員肯定。 

2、依簡報資料下列各點請市府參酌 
(1)各項計畫應依規劃為前提，或在地說明地

方意見為主，簡報未提出部分，建議補實。 
(2)九番埤排水宜解決私有地問題，若以公地

先執行，無法達到整體之執行效益。 
(3)林園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4 月份預定解決

用地，至目前無法完成，恐影響執行進度，

建議暫緩處理或刪除。 

銘謝委員意見， 
(1)已於第二次諮詢會簡報內容補充說明在

地地方意見。 
(2)本計畫皆於公有地內施作，無私有地問

題。 
(3)林園海岸環境營造計畫經水利署評分審

查，其結果未通過。 

  



吳茂成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在地參與及民眾意見應彙整及回應。 銘謝委員建議，已將現階段完成辦理之在地

公民參與及其意見，彙整補充於第二次諮詢

會簡報內容。 

2、水環境計畫應有連慣性之政策，並且對

於計畫的必要性、公共性需提出完整說明。 
銘謝委員意見，為改善愛河與鳳山溪流域之

水質及環境，高雄市已於第一、二批計畫針

對兩流域中下游提出景觀再造、水質改善計

畫及污水管線更新等相關計畫；而第三批次

提案依循前述計畫，持續針對愛流域源頭提

出水域環境及水質之改善規劃，不僅減少水

患也提升生活品質。 

3、生態檢核為必要工作，應補齊相關資料，

使計畫內容完備。 
銘謝委員建議，目前第三批提案計畫書中已

有掌握基本現地環境資料、並檢附生態檢核

紀錄、現勘紀錄、區域分析、生態評核分析、

對策建議等相關紀錄表單，以提供後續規劃

設計參考。 

 
  



洪慶宜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前瞻建設計畫已進入第三批次審查，宜

回顧前二批次執行效果，並陳述地方政府對

轄內水環境改善的整體規劃，以合理第三批

次是否與前二批次連結及其優先順序(市府

內排序)。 

銘謝委員意見，第一批次以愛河水環境改善

計畫、鳳山溪水質改善為兩大主軸，第二批

延續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污水截流管線

檢視及整建計畫，位持續改善兩流域水質及

水岸環境，故延續提出第三批計畫。 

2、各計畫之歷次審核，民眾會議採修正宜

納入評核考量，以尊重民眾意見。 
謝謝委員建議，計畫提案已參採歷次審核意

見進行調整，並將於後續工程細部規畫設計

時，納入民眾所提供之意見， 

3、宜加強陳述計畫的必要性，以善用前瞻

建設經費應用於「具急迫性」，並「非經常

性」費用能夠支應的方應該排入此特別預算

中。如鳳山溪案主為污水管線，其屬公共污

水下水道建設，污水下水道建設本就已有核

定之建設期程及經費，是否合於前瞻建設計

畫原則？景觀改善部分(愛河、後勁溪、林

園、美濃湖、前鎮漁港、興達漁港、彌陀漁

港)宜再陳述目前民眾進入休閒的量能，宜

對已有大量民眾進入，休閒行為已造成環

境、生態破壞的場域，方運用前瞻建設經費

計畫來促進觀光，將可能落入「建設好後，

無人使用」的風險或「為工程而工程」的工

程破壞。 

銘謝委員建議，為改善鳳山溪流域之水質及

環境，高雄市已於第一批計畫針對鳳山溪中

下游流域進行辦理民安橋下游及前鎮河沿

線之景觀營造，以及五甲、中崙、君毅國宅

及鳳山圳等辦理污水管線更新及水質淨化

等計畫，故為確保已完成之下游工程之成效

及鳳山溪整體水域水質，即於第三批次持續

針對上游起源地規劃增設污水下水道，並於

108 年 3 月 26 日之審查評分會議與內政部

營建署完成討論確議；針對本府第三批次所

規畫之水岸景觀建設相關計畫，將再針對各

案觀光效益進行討論評估，並加強於計畫內

容。 

4、各計畫案宜有後續營運規劃，以確保工

程建設後的有效運用。 
銘謝委員建議，各計劃案將逐年編列預算維

護現有工程。 

5、誠摯盼望前瞻建設計畫，宜將經費放在

急迫、常態預算無法做到的，具挑戰性的工

作如：(1)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案、(2)河岸

(行水區)之廢棄物移除‧‧‧等。 

銘謝委員意見，有關宜將經費放在急迫且具

有挑戰性的工作，因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屬多

面向，會依委員意見列入提報排序考量。 

6、水質改善案宜有水質改善預期目標的呈

現以清楚投入工程後之可檢視效益及必要

性。 

銘謝委員意見，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

水）水質淨化案所規劃兩處水質淨化場之每

日處理水量分別為北屋淨化場 5,000CMD
及九番埤淨化場 3,000CMD，期使愛河上游

段污染程度由嚴重污染降低為中度污染以

下。 



詹明勇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水環境計畫旨在提昇地方政府提高親水

環境之能力，若提案單位能針對全高雄市政

府各批次提案進行成效盤點與已完成計劃

目前維運情形，才能讓民眾或諮詢小組理解

地方政府之運作情形。 

銘謝委員意見，目前第一批次案件，已陸續

完工，爾後依序進行成效盤點及維護情形檢

測，並於高雄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資訊

公開平台，更新資訊。 

2、生態檢核是針對未來工程區塊的生態環

境盤點，所以生態檢核要呈現目前的背景情

境，並預估施工中、施工後對整體環境的影

響。 

銘謝委員建議，針對第三批提案計畫書中已

掌握基礎環境資料、後續將於規劃設計時落

實擬定減輕生態影響之工程方案，並要求施

造單位確實執行。 

3、基於地方政府對水環境整體管理之權

責，類似此種會議宜由當時提送案件的層級

主管進行具體之陳述。 

銘謝委員意見，後續將參考建議落實辦理。 

4、水利局提出九番埤排水，請再審視初評

時王立人委員提出的建議(以擬自然化設

計)重新思考全案之作法。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設計規畫將以擬自然生

態，減少不必要人為設施及建築為設計原

則，以改善該區域成為水岸優質環境為目

標。 

5、部分工程已在當地操作多年(後勁溪)，
若沒明確的改善條件，亦當說明本次提案可

能造成的正面效應。 

銘謝委員意見，後勁溪環境營造考量國土空

間永續及創造北高雄遊憩觀光新景點之前

提下，結合都會公園二期森林公園與後勁溪

生態廊道，搭配已完成整治河段，形成一完

整規劃的「水岸及遊憩藍帶」。 

 
  



簡仲和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建議先就本批次計畫目的、先後順序、

初評順序與原提擬單位複議作一對照說

明。次就各計畫內容、連續計畫相關性、前

期完成成效、復議原因說明。 

銘謝委員意見，第一批次以愛河水環境改善

計畫、鳳山溪水質改善為兩大主軸，第二批

延續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污水截流管線

檢視及整建計畫，位持續改善兩流域水質及

水岸環境，故延續提出第三批計畫。 

2、水環境改善應減少人工設施之佈置。 銘謝委員建議，未來工程設計規劃將以維護

自然生態為優先設計原則，提出最小限度需

求之人工設施規劃方案，並優先考量採用生

態工法。 

3、現有設施拆除宜再檢討必要性。 銘謝委員意見，因林園海案計畫有用地問

題，未通過評分審查核定，未來將持續針對

該案檢討既有堤岸拆除之必要性及適宜作

法。 

4、林園管線拆除彙總，宜考慮降低，或拆

除前方已有廣大灘地之現有海堤，增強親

水、便利性。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鄭仲傑秘書長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相關案件資料應先提供參閱，才能了解

各案內容並提出建議，計劃資訊不夠公開透

明。 

銘謝委員意見，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本市已

建置水環境主題網站(https://khnuk.weebly.com/)
作為公開平台，並將相關計畫資料進行公布，

後續亦將持續更新相關計畫之進度。 

2、九番埤中游建議以濕地公園，公眾餐與

方式進行後續規劃。 
銘謝委員建議，九番埤排水水岸環境改善工

程，以治水與親水，並結合水質淨化處理，排

水治理、污水接管，水質淨化與環境改善一次

規劃。 

3、北屋排水應考量原有水路紋理，以及周

邊聚落特性，避免一致性的水泥化工程。 
謝謝委員建議，在規畫設計將納入參考，以友

善該區水域既有環境特色為設計原則。 

4、各漁港之環境改善應釐清各漁港之定位

及特色，同時考量周邊區域方展願景及產

業。 

銘謝委員意見，因應目前傳統海洋漁業發展日

異肅條，高雄市對於現有漁港（彌陀、興達及

前鎮）均轉型為兼具觀光效益，本次所提計畫

內容均為對漁港環經的改善及美化，美化方式

會考量各漁港在地週邊特色及產業相關性，彌

陀漁港以虱目魚、海洋及愛情為主題，興達漁

港以烏漁及風帆為主體，前鎮漁港以遠洋漁業

（魷魚、鮪魚及秋刀魚）為主題。 

5、水環境計劃的生態調查不周延，或相關

機制與控管後續工程有否依調查結果施

作。例如：內惟埤、溪尾滯洪池。 

銘謝委員建議，針對核定計畫案將持續加強生

態環境資料之調查，並於設計規劃要求落實迴

避影響敏感區域，及持續督導要求工程施作作

業。 

6、將地方民眾及民間團體以具有功能或實

際行動納入提案衡量依據，甚至優先爭取預

算。 

銘謝委員意見，謹遵照列入參考辦理。 

7、水環境改善計劃避免不必要的硬體設

施，如果需設置亦應明確反應需求，而不是

申請機關及規劃單位單方面的想像。 

銘謝委員建議，於設計規劃作業將以最小限度

需求之人為硬體為設計原則，並持續與在地公

民溝通，關注在地需求以滾動式修正規劃。 

8、開放民間提案，由下而上。 銘謝委員建議，依名眾陳情、區(里)長及議員提

供民間提案，或是在辦理整治區域之地方說明

會時採用互動式模式進行討論，讓好的意見及

建議可以納入提案。 

 

https://khnuk.weebly.com/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林昆海總幹事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水環境改善目標應該是防洪、減災、水

質改善、生態恢復、改善環境、提升民眾幸

福感、促進生物多樣性。因此提案計畫應符

合上述幾個目標。 

銘謝委員意見，在水環境改善目標，以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為第一，再進一步改善環

境、生態恢復…等 

2、本計畫應秉持水泥減量設計的原則，不

做垂直堤岸，應至少設置 45 度以下、以生

態工法施作之堤岸，並設置逃脫（生）防滑

斜坡。 

謝謝委員建議，在設計規劃不僅只考慮水

文、水理，也會納入生態工法考量，降低對

原有生態之衝擊。 

3、應整合過去案例之經驗，補正問題，好

的案例持續延伸，如愛河中都段的破堤做

法。 

銘謝委員建議，將依委員建議彙整本市現有

工務案例經驗納入第三批計畫之規劃設計

作法。 

4、提案計畫資訊應公開，各個案例邀請關

注社團參與，並廣徵意見。邀請關注社團參

與意見提供，資源調查，甚至後續的經營管

理。 

銘謝委員意見，本市已建置水環境主題網站

進行公開相關計畫資料，爾後將考量開放意

見回覆，並將持續辦理地方說明會，持續關

注在地意見及討論資源配合事項。 

5、多硬體設施經費，缺乏經常維管經費。

建議至少編列 10%的經費作為後續維管，防

止蚊子館的產生。 

銘謝委員建議，將列入標案合約考量辦理。 

6、建議評估總體水環境改善計畫貢獻多少

的溫室氣體。 
銘謝委員建議，將參考建議針對各項工程進

行工程碳足跡初步評估。 

7、建議各縣市政府整合各提案、統一報告，

整體架構、效益、目標與後續維管機制。 
銘謝委員建議，將依委員建議針對計畫提案

進行整合。 

8、二仁溪水環境改善建議邀請高雄市政府

共同參與提案，或建置近期連繫平台會議。 
銘謝委員意見，高雄市政府將配合參與相關

平台會議進行提案討論。 

 


